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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70周年

伴随着祖国的成长和航空工业的发展步
伐，航空工业庆安也走过了 65 年的光辉岁月
和奋斗历程。回首过往，从 70 年前新中国航
空工业诞生到如今钢铁雄鹰筑起空中长城，从
白手起家研制出第一代产品，到多项重点型号
研制并驾齐驱，几代庆安人怀揣梦想，薪火相
传，矢志航空报国，用使命与担当趟出了一条
艰辛而又自强的求索奋进路。

一代风流铸初心——杨树森

庆安创业初期，一批批来自五湖四海的年
轻学子，为了支援国家西北地区建设，为了心
中的航空梦想，毅然来到了条件艰苦、技术研
发水平处于起步阶段的庆安，从此开始了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的航空产品研制征程。杨树森、
卢守仁、戴玉龙、黄九成、陈元维、郑立学等
老一辈航空产品设计员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潜心
研究，研制出了第一代具有代表性的航空产品，
为庆安研发能力建设奠定了基础。

1965 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
杨树森来到庆安公司从事产品研发工作，这一
干就是 50 年。

如今已经 80 多岁高龄的杨树森还清楚地
记得 1978 年底在公司南门三号食堂召开航空
设备研究所（106 所）成立大会时的情景。“企
业再困难也要组建一支我们自己的研发队伍”。
这是那次大会上令他印象最深的一句话。也正
是因为这句话，一直激励着庆安第一代研发人
员航空报国的斗志，这支队伍为庆安公司成为
科研生产型企业，乃至未来几十年以后在行业
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200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盛
典上，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歼 10 战机上，
在全国人民为之骄傲的时候，也许很少有人知
道那些奋战在歼 10 型号背后的科研工作者，
因为有他们默默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歼 10
战机才得以成功飞向蓝天，杨树森就是那些在
科研战线上默默奉献的一员。

也许很少有人能够想到杨树森当年仅凭
一张航展上的照片，就展开了他的研究。他只
是说，这种技术是当时具有世界水平的顶尖技
术，美国有，英国有，我们还没有。凭着坚定
的恒心和毅力，他完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某系统的设计，而该项目的成功研制为新型战
机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该项技术荣获了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没有人能知道杨树森为研发设计付出了
多少心血，但是，杨树森从正式研究到研制成
功近十年里，积攒的厚厚的、泛黄的几十本草
稿本告诉我们他的成功绝非偶然。冰冻三尺非
一日之寒，那些一个个计算公式和数字的背后
是老一辈研发人员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精神
写照，更是我国航空工业飞速发展壮大的基石。

在研制初期，条件极其简陋，根本没有可
以借鉴的技术资料，杨树森作为设计研究课题
的项目主管，一张广告图、一张草图、一本齿
轮书就是他当时的“三大法宝”了。

“一穷二白零开始，无人讨论苦摸索 ；
边学齿轮边设计，自想自解再出题。
总体方案到零件，反复算计又验证 ；
为要预研配新机，三上沈阳终立项。”
这是杨树森多年后写的一首诗，从这首诗

的字里行间中就能够体会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
走过的那段艰难岁月。

某产品的设计刚刚完成时，迎来的却是一

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产品的设计遭到了外商的
质疑，他们认为通过此项设计生产的产品无法
满足寿命和可靠性要求，此时的杨树森心急如
焚，数十载的心血很可能要毁于一旦，但是他
没有因此而沮丧，他顶着压力，沉着冷静地对
我方的设计计算文件和外商的评审数据进行核
查，夜以继日地周旋在各种数据中，早早地熬
白了自己的头发。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
查出外商的程序问题和公式应用错误，最后的
试验结果也表明产品设计正确，寿命满足要求，
外商不得不向我们赔礼道歉，由此改变了他们
对中方研发人员的态度。杨树森凭借个人扎实
的实践及理论功底赢得了巨大成功，为庆安争
了光，为航空工业争了光，为中国争了光。

杨树森为航空事业奋斗 50 余年，先后参
与了四个国家重点型号的研制任务，他把自己
生命中全部的梦想与激情都融入了航空事业。
如今，已过耄耋之年的杨树森始终关注着航空
工业的发展，每次电视中有关于航空的新闻报
道，他总是看得特别认真。家里书架上摆放的
厚厚的荣誉证书和各类荣誉奖章似乎在讲述着
他年轻时代的奋斗故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
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这些奋斗的
经历正在激励着年青一代航空人实现他们新的
梦想。

躬身力索青云志——何卫红

伴随着新一代飞机的相继问世，一批批航
空产品设计员也随之在不断地成长、壮大、独
当一面，甚至引领技术前沿。在经过 20 年的
历练和成长，史佑民、王文山、何卫红、徐建
明、顾卫平很多扎根于产品研发一线的设计师，
都已成为了系统产品总设计师，引领和指导各
项技术的突破、各项产品的研制。

1995 年，刚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的何卫
红来到公司航空设备研究所从事飞控操纵专业
产品研发工作，他深深扎根于这片航空沃土，
在这里汲取养分、结出硕果。

进入公司，何卫红先跟着两位师傅学习。
他所看到的是，老一辈设计师在有限的条件下，
面对严苛的技术指标，敢于担当重责、勇于探
索研究。他所感知的是，老一辈设计师身上切
切实实体现的航空报国精神，在科研探索的道
路上，他们不讲任何条件，精益求精、敢于创新。
他所铭记的是，老一辈设计师的耐心教导，“做
任何事一定要认真负责”、“要严格要求自己，
切记不能放松要求”。在老一辈设计师的严谨
指引下，他觉得一定能做成事，跟着做就对了。

26 年过去了，何卫红已经从刚进厂时的
设计员成长为系统总师、航空工业集团飞控传
感与作动专业特级技术专家。26 年里，他不
改初心、潜心研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关键技
术。主持、参与的某预研项目实现了关键技术
的突破，某产品流程设计项目确保了公司核心
技术的知识积累，多个型号研制项目填补了国

内空白。他曾获得国防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在多种型号研制中荣立航空工业集团二、三等
功。谈到这些技术创新和种种荣誉的背后，他
平静地说了声 ：“我只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在
他看来，做产品设计，不仅要有坚持做下去的
信心，更要有一定做到最好的决心。心中强烈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他把任何小事都当作
大事干，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前行。

在何卫红参研的近十个型号项目中，最让
他难忘的是 2011 年实现首飞的新一代某型飞
机。项目刚启动时，团队中有设计经验的人并
不多，但研制进度要求紧迫。大家团结一致，
没有办法也要上。一边摸索学习，一边钻研设
计，誓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切困难。何卫
红清楚地记得首飞的那天，看着飞机腾空飞起，
激动之余，更多的是对型号项目的满满信心。

“团队做了大量的验证和试验，首飞肯定就是
水到渠成之事。而首飞仅仅是一个开始，后续
还会有更多任务，还会遇到更多问题。做每件
事情只要分阶段扎扎实实做好了，整件事情就
一定能完成，做到最好。”在科研设计的赛道上，
没有眼前的终点、只有不断开始的起点，全力
奔跑、跨越阻碍、一路向前，才是设计人员永
恒的目标。

如今何卫红作为公司高级技术专家，早已
积累了丰厚的技术经验。他将自己的技术经验
毫无保留地教给年轻设计师的同时，更多的是
希望他们能学习老一辈设计师身上积极进取、
敢于创新的精神。在 2020 年航空设备研究所
新员工岗前培训上，他向年轻一代设计师讲述
了老一辈科研人员的奋斗经历，殷切希望他们
做任何事不能只问结果，应注重做事的思路和
方法，要主动去了解现有的产品资料和各种技
术，为后续的设计打好基础。他的谆谆教导让
年轻的设计师产生了强烈的航空报国使命感和
荣誉感。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已
过天命之年的何卫红在岁月的磨砺下显得愈发
沉静从容，就如同走过 65 年发展历程的庆安
一样，身上无不彰显着自信的心态、睿智的思
维、厚重的积淀，他身负创新传承的使命，在
科研道路上继续步履不停、深耕细作，为庆安
的发展谱写新的辉煌。

不负韶华当自强——李鹏飞

 “红日初生，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
汪洋。”从 1955 年庆安建厂至今，当跨越 65
年的航空“接力棒”传递到庆安青年一代设计
师的手中，他们正用奋斗的青春托举起蒸蒸日
上的新航空力量。

而在这群新生代设计师中，就必须要有设
计骨干李鹏飞的名号。作为主管设计师，李鹏
飞已经参与某项目研制长达 12 年，他带领研
制团队“十年磨一剑”，走过了从“0”到“1”
的征途。

某装置国外掌握该技术的只有极少数国
家，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完全属于空白。
2009 年，李鹏飞接手这项研制任务时才进厂
不到半年，他甚至都不知道某装置是什么样的。
他翻阅大量资料、档案，开展了大量计算与仿
真工作，先后完成数十份计算分析报告。转眼
一年过去，某装置从文件变图样、从图样变样
机，顺利完成了第一次“大考”。而李鹏飞也
从一名初出茅庐的青年设计师，成长为要带领
比他更年轻的同事去完成一个又一个任务、攻
克一个又一个难关的主管设计师。

李鹏飞带领项目团队边学边摸索，使公司
在专业领域的技术研发能力与水平在国内同行
中脱颖而出，并承担起为国家某重点型号飞机
研制该项产品的任务，这也是我国首架飞机应
用该项技术。“型号给了我一个舞台，我要给
型号一个回报”，这是李鹏飞当时的感受。

“每天超越自我，时刻追求卓越”，这是李
鹏飞和他的团队一直以来不变的信念。李鹏飞
带领研制团队十年如一日的积累、沉淀、突破，
记不清多少个夜深人静的夜晚，记不清多少个
风和日丽的周末，当别人和朋友、家人欢声笑
语时，陪在他们身边的却只有鼠标的哒哒声、
键盘的噼啪声和机器的轰鸣声。自项目立项开
始，李鹏飞查阅相关书籍手册 110 余册、查
询专业论文 300 余篇、检索筛选专利 50000
余条、实体建模 50 余套、仿真分析 10 余种、
试验验证 6000 余次……对理论知识的消化吸
收、对工程实践的设计摸索以及对两者的再融
合、再创新、再应用，历时 9 年，李鹏飞带
领团队在首个开创性的实物样机研制中，先后
完成了 15 轮样机的迭代，终于取得了工程样
机的研制成功。2019 年，产品成功完成首飞，
终于给长达十年的攻坚路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
卷。

2020 年，李鹏飞和团队再次迎来一场“大
考”，这次，他们将要第一次带着产品走出“家
门”，与来自全国的竞争对手进行 PK。为了夺
取这次“大考”的胜利，团队积极主动对接主
机需求，制定现实可行的方案，对关键技术进
行了多次试验验证，反复前往主机所进行交流
汇报，并获得了主机单位的高度认可。面对复
杂的研制需求和繁重的工作量，团队成员主动
请缨，补充完成所有资料报告的分析与编制，
回想起那段日子，团队成员每天挑灯夜战，奋
战至凌晨都是家常便饭，作为技术负责人的李

鹏飞更是连续奋战多个昼夜，而这所有的努力
和付出，只为在竞标会上呈现一份完美的标书。
竞标当天，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竞争对手，李
鹏飞自信从容、神采飞扬地代表公司汇报产品
方案，他精彩的汇报、详细的解答赢得了评审
专家组的高度评价，以第一名的成绩成功晋级
下一轮。

从项目立项至今，李鹏飞带领团队进行了
开创式设计研究，形成了完整的、系统的设计
开发理论和方法，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团队
先后开展了 6 大类、32 个子类、123 个技术
点的技术研究工作，产品主要指标达到国外同
类产品的水平，技术能力在该领域处于国内研
究前沿，填补了国内空白。

这些年，伴随着项目的不断推进，李鹏飞
从一个不愿跟人交流，不愿跟人汇报，只愿在
家专心搞科研的“技术宅”，逐渐成长为一名
内可技术攻关，外可汇报交流，并且把团队事
务还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大家长”。回首这交
织着欢笑与泪水的 12 年研制历程，李鹏飞和
他的团队体验过成功的喜悦，更品尝过失败的
痛苦。一路走来，有人问他 ：“累吗？”“累，
当然累，但当你与一个项目共同经历了那么多
之后，它就不再仅仅是一项工作，而变成了你
的责任、你的使命、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李
鹏飞说。

“一代战机一代人，型号成功我成才。”在
型号的引领下，以何彪、李鹏飞、陈旻翔等为
代表的一批年轻设计师经磨砺而成长，成为科
研战线上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他们不再像刚
接手任务时无知者无畏的青涩，多年的研制经
历让他们沉淀下来，更多的是面对困难时的沉
着冷静和面对未来征程的坚定信心。年轻人挑
大梁，他们正在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
击三千里”的豪迈气魄诠释着新一代航空人的
蓝天使命！

奋斗为梯创新开道，接续传承勇攀高峰。
65 年来，一代又一代庆安人紧握“航空报国”
的接力棒，在平凡的岗位上孜孜不倦、精益求
精、攻坚克难、创新超越，为国家一代代飞机
的研制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家阅兵场上，那一
架架翱翔在蓝天白云间的飞机无不见证着他们
的付出与努力！“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机遇
和挑战，庆安人将不忘报国初心、牢记强军使
命，始终保持拼搏的勇气、蓬勃的朝气、奋进
的锐气，为实现“航空梦、强军梦、中国梦”
而不懈奋斗！          （冯智海　刘颖　王冬梅）

杨树森

何卫红

李鹏飞

航空工业庆安


